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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及其制备方

法

(57)摘要

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滤网制造领域，涉及一

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，还设计了一种治理

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的制备方法，一种治理甲醛

的空气净化滤网的制备方法，包括如下制备步

骤：步骤a，复合凹凸棒石材料的制备，步骤b，吸

附净化浆料的制备以及步骤c，净化滤网的制备。

与现有技术相比，本发明所达到的技术效果是：

负载纳米吸附催化颗粒排列均匀，整体覆盖率高

达90％；制备工艺简单，用料成本低，且易于配

制，纯水性配方无毒无害环保；可广泛适用于家

居、办公室、汽车内部以及公共场所的甲醛的治

理；本发明甲醛吸附率高、催化功能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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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，其特征在于：此空气净化滤网由基布以及沉淀于基

布上的吸附净化浆料制成，所述吸附净化浆料包括凹凸棒石、高锰酸钾、草酸铵溶液、硫酸、

粘结剂、分散剂以及去离子水构成，其中各组分的质量份分别为：凹凸棒石10-30份，高锰酸

钾10-30份，草氨酸溶液份5-10份，硫酸10-30份，粘结剂5-7份，分散剂0-1份，去离子水90-

110份。

2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基布为PP、

PET、HEPA、无纺布中的一种或几种复合布。

3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凹凸棒石的

细度为300目，纯度为70-90％。

4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高锰酸钾的

细度为300目。

5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粘结剂为聚

丙烯酸酯、聚乙烯醇、乙烯-醋酸乙烯共聚物、聚醋酸乙烯酯、丁苯乳胶、苯丙乳胶、纯苯乳

胶、或聚氨酯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。

6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分散剂为多

支链醇、羧甲基纤维素钠、磷酸三乙酯、聚丙烯酸、聚丙烯酸钠、聚乙二醇、聚环氧乙烷和羟

乙基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。

7.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的制备方法，其特征在于：包括如下制备步骤：步骤a，

复合凹凸棒石材料的制备，步骤b，吸附净化浆料的制备以及步骤c，净化滤网的制备。

8.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的制备方法，其特征在于：其中

步骤a，复合凹凸棒石材料的制备：

a1、将凹凸棒石表面进行酸化处理：将凹凸棒石加入浓度为5％的硫酸中进行搅拌，烘

干得到粉体A；

a2、将粉体A与高锰酸钾、草酸铵溶液在90℃下进行加热反应，100-300℃下进行烘干得

到复合凹凸棒石材料。

9.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的制备方法，其特征在于：其中

步骤b，吸附净化浆料的制备：将权利要求8得到的复合凹凸棒石材料加入去离子水中，再加

入分散剂、粘结剂进行搅拌得到浆料，其转速为800转/分，搅拌时间为30min。

10.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的制备方法，其特征在于：其

中步骤c，净化滤网的制备：将基布浸泡于权利要求9所得到的浆料中，浸泡10-20min，取出

后在90℃下烘干即可得到具有吸附并催化甲醛的滤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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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及其制备方法

技术领域

[0001]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滤网制造领域，涉及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，还设计

了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的制备方法。

背景技术

[0002] 在当前社会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，室内车内的环境质量问题越来越引起社

会各界的关注。新装修的住宅及新车内都会采用大量的装饰材料，而这些装饰材料都会不

同程度的释放甲醛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等有毒有害气体，其中甲醛的污染最为严重，对人体危

害也大。甲醛本身具有强烈的挥发性特征，同时甲醛的气味也具有刺激性，而且毒性也比较

强，甲醛在经过人体呼吸之后，进入到呼吸道之后，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危害，甚至严重的

情况下，还会导致人们出现肿瘤癌变等问题。

[0003] 目前治理甲醛主要方法有通风法、物理吸附法等，而这几个方法都有对应的弊端,

比如通风法在门窗紧闭的情况下就无法适用，物理吸附达到饱满后会释放甲醛，光触媒发

反应条件较为苛刻，需在可见光紫外线的照射下才能起到作用。

[0004] 因此开发一种既能高效吸附甲醛又能催化分解甲醛产品，对于改善人们生活环境

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[0005] 因此，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技术来解决上述问题。

发明内容

[0006] 本发明的目的是：针对上述不足，提供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及其制备方

法。

[0007] 为达到上述目的，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：

[0008] 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，此空气净化滤网由基布以及沉淀于基布上的吸附

净化浆料制成，所述吸附净化浆料包括凹凸棒石、高锰酸钾、草酸铵溶液、硫酸、粘结剂、分

散剂以及去离子水构成，其中各组分的质量份分别为：凹凸棒石10-30份，高锰酸钾10-30

份，草氨酸溶液份5-10份，硫酸10-30份，粘结剂5-7份，分散剂0-1份，去离子水90-110份。

[0009] 所述基布为PP、PET、HEPA、无纺布中的一种或几种复合布。

[0010] 所述凹凸棒石的细度为300目，纯度为70-90％。

[0011] 所述高锰酸钾的细度为300目。

[0012] 所述粘结剂为聚丙烯酸酯、聚乙烯醇、乙烯-醋酸乙烯共聚物、聚醋酸乙烯酯、丁苯

乳胶、苯丙乳胶、纯苯乳胶、或聚氨酯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。

[0013] 所述分散剂为多支链醇、羧甲基纤维素钠、磷酸三乙酯、聚丙烯酸、聚丙烯酸钠、聚

乙二醇、聚环氧乙烷和羟乙基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。

[0014] 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的制备方法，包括如下制备步骤：步骤a，复合凹凸

棒石材料的制备，步骤b，吸附净化浆料的制备以及步骤c，净化滤网的制备。

[0015] 其中步骤a，复合凹凸棒石材料的制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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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0016] a1、将凹凸棒石表面进行酸化处理：将凹凸棒石加入浓度为5％的硫酸中进行搅

拌，烘干得到粉体A；

[0017] a2、将粉体A与高锰酸钾、草酸铵溶液在90℃下进行加热反应，100-300℃下进行烘

干得到复合凹凸棒石材料。

[0018] 其中步骤b，吸附净化浆料的制备：将权利要求8得到的复合凹凸棒石材料加入去

离子水中，再加入分散剂、粘结剂进行搅拌得到浆料，其转速为800转/分，搅拌时间为

30min。

[0019] 其中步骤c，净化滤网的制备：将基布浸泡于权利要求9所得到的浆料中，浸泡10-

20min，取出后在90℃下烘干即可得到具有吸附并催化甲醛的滤网。

[0020] 与现有技术相比，本发明所达到的技术效果是：1、负载纳米吸附催化颗粒排列均

匀，整体覆盖率高达90％；2、制备工艺简单，用料成本低，且易于配制，纯水性配方无毒无害

环保；3、可广泛适用于家居、办公室、汽车内部以及公共场所的甲醛的治理；4、本发明甲醛

吸附率高、催化功能强。

具体实施方式

[0021] 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，此空气净化滤网由基布以及沉淀于基布上的吸附

净化浆料制成，所述吸附净化浆料包括凹凸棒石、高锰酸钾、草酸铵溶液、硫酸、粘结剂、分

散剂以及去离子水构成。

[0022] 在本发明中，基布为PP、PET、HEPA、无纺布中的一种或几种复合布，优选的可为pp

基布、PET基布、HEPA基布、无纺布基布、PP/PET基布或PET/HEPA基布。

[0023] 凹凸棒石的细度为300目，纯度为70-90％，质量份为10-30份，在实施例，具体的纯

度为70％、74％、78％、82％、86％、90％，其质量分具体可为10、14、18、20、25、30份。

[0024] 所述高锰酸钾的细度为300目，质量份为10-30，在具体实施例中质量分可为10、

14、18、20、25、30。

[0025] 所述草氨酸溶液的质量份位5-10份，在具体实施例中质量份可为5、6、7、8、9、10

份。

[0026] 硫酸的质量份为10-30份，在实施例里可具体为：10、14、18、20、25、30份

[0027] 粘结剂为聚丙烯酸酯、聚乙烯醇、乙烯-醋酸乙烯共聚物、聚醋酸乙烯酯、丁苯乳

胶、苯丙乳胶、纯苯乳胶、或聚氨酯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，其质量份为5-7份，在具体实

施例里可为5、5、5、6、6、7份。

[0028] 分散剂为多支链醇、羧甲基纤维素钠、磷酸三乙酯、聚丙烯酸、聚丙烯酸钠、聚乙二

醇、聚环氧乙烷和羟乙基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，其质量份为0-1份，在具体实施例

里可为0.1、0.2、0.4、0.5、0.8、1份。

[0029] 去离子水在具体实施例里可为90、95、97、100、105、110份。

[0030] 一种治理甲醛的空气净化滤网的制备方法，包括如下制备步骤：步骤a，复合凹凸

棒石材料的制备，步骤b，吸附净化浆料的制备以及步骤c，净化滤网的制备，其中步骤a，复

合凹凸棒石材料的制备：

[0031] a1、将凹凸棒石表面进行酸化处理：将凹凸棒石加入浓度为5％的硫酸中进行搅

拌，烘干得到粉体A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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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0032] a2、将粉体A与高锰酸钾、草酸铵溶液在90℃下进行加热反应，100-300℃下进行烘

干得到复合凹凸棒石材料；

[0033] 其中步骤b，吸附净化浆料的制备：将权利要求8得到的复合凹凸棒石材料加入去

离子水中，再加入分散剂、粘结剂进行搅拌得到浆料，其转速为800转/分，搅拌时间为

30min；

[0034] 其中步骤c，净化滤网的制备：将基布浸泡于权利要求9所得到的浆料中，浸泡10-

20min，取出后在90℃下烘干即可得到具有吸附并催化甲醛的滤网。

[0035] 与现有技术相比，本发明所达到的技术效果是：1、负载纳米吸附催化颗粒排列均

匀，整体覆盖率高达90％；2、制备工艺简单，用料成本低，且易于配制，纯水性配方无毒无害

环保；3、可广泛适用于家居、办公室、汽车内部以及公共场所的甲醛的治理；4、本发明甲醛

吸附率高、催化功能强。

[0036]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描述说明，但本发明并不限于

以下实施例：

[0037] 实施例一：

[0038] 将凹凸棒石表面进行酸化处理：将10质量份、纯度为70％的凹凸棒石加入质量份

10份、浓度为5％的硫酸中进行搅拌，烘干得到粉体A；

[0039] a2、将粉体A与10质量份的高锰酸钾、5质量份的草酸铵溶液在90℃下进行加热反

应，100℃下进行烘干得到复合凹凸棒石材料；

[0040] 其中步骤b，吸附净化浆料的制备：将得到的复合凹凸棒石材料加入90份的去离子

水中，再加入0.1质量份的多支链醇、5质量份的聚丙烯酸酯进行搅拌得到浆料，其转速为

800转/分，搅拌时间为30min；

[0041] 其中步骤c，净化滤网的制备：将PP基布浸泡于得到的浆料中，浸泡10min，取出后

在90℃下烘干即可得到具有吸附并催化甲醛的滤网。

[0042] 实施例二：

[0043] 将凹凸棒石表面进行酸化处理：将14质量份、纯度为74％的凹凸棒石加入质量份

14份、浓度为5％的硫酸中进行搅拌，烘干得到粉体A；

[0044] a2、将粉体A与14质量份的高锰酸钾、6质量份的草酸铵溶液在90℃下进行加热反

应，140℃下进行烘干得到复合凹凸棒石材料；

[0045] 其中步骤b，吸附净化浆料的制备：将得到的复合凹凸棒石材料加入95份的去离子

水中，再加入0.2质量份的羧甲基纤维素钠、5质量份的聚乙烯醇进行搅拌得到浆料，其转速

为800转/分，搅拌时间为30min；

[0046] 其中步骤c，净化滤网的制备：将PET基布浸泡于得到的浆料中，浸泡12min，取出后

在90℃下烘干即可得到具有吸附并催化甲醛的滤网。

[0047] 实施例三：

[0048] 将凹凸棒石表面进行酸化处理：将18质量份、纯度为78％的凹凸棒石加入质量份

18份、浓度为5％的硫酸中进行搅拌，烘干得到粉体A；

[0049] a2、将粉体A与18质量份的高锰酸钾、7质量份的草酸铵溶液在90℃下进行加热反

应，180℃下进行烘干得到复合凹凸棒石材料；

[0050] 其中步骤b，吸附净化浆料的制备：将得到的复合凹凸棒石材料加入97份的去离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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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中，再加入0.4质量份的磷酸三乙酯、5质量份的乙烯-醋酸乙烯共聚物进行搅拌得到浆

料，其转速为800转/分，搅拌时间为30min；

[0051] 其中步骤c，净化滤网的制备：将HEPA基布浸泡于得到的浆料中，浸泡14min，取出

后在90℃下烘干即可得到具有吸附并催化甲醛的滤网。

[0052] 实施例四：

[0053] 将凹凸棒石表面进行酸化处理：将20质量份、纯度为82％的凹凸棒石加入质量份

20份、浓度为5％的硫酸中进行搅拌，烘干得到粉体A；

[0054] a2、将粉体A与20质量份的高锰酸钾、8质量份的草酸铵溶液在90℃下进行加热反

应，220℃下进行烘干得到复合凹凸棒石材料；

[0055] 其中步骤b，吸附净化浆料的制备：将得到的复合凹凸棒石材料加入100份的去离

子水中，再加入0.5质量份的聚丙烯酸、6质量份的聚醋酸乙烯酯进行搅拌得到浆料，其转速

为800转/分，搅拌时间为30min；

[0056] 其中步骤c，净化滤网的制备：将无纺布基布浸泡于得到的浆料中，浸泡16min，取

出后在90℃下烘干即可得到具有吸附并催化甲醛的滤网。

[0057] 实施例五：

[0058] 将凹凸棒石表面进行酸化处理：将25质量份、纯度为86％的凹凸棒石加入质量份

25份、浓度为5％的硫酸中进行搅拌，烘干得到粉体A；

[0059] a2、将粉体A与25质量份的高锰酸钾、9质量份的草酸铵溶液在90℃下进行加热反

应，260℃下进行烘干得到复合凹凸棒石材料；

[0060] 其中步骤b，吸附净化浆料的制备：将得到的复合凹凸棒石材料加入105份的去离

子水中，再加入0.8质量份的聚丙烯酸钠、6质量份的丁苯乳胶进行搅拌得到浆料，其转速为

800转/分，搅拌时间为30min；

[0061] 其中步骤c，净化滤网的制备：将PP/PET基布浸泡于得到的浆料中，浸泡18min，取

出后在90℃下烘干即可得到具有吸附并催化甲醛的滤网。

[0062] 实施例六：

[0063] 将凹凸棒石表面进行酸化处理：将30质量份、纯度为90％的凹凸棒石加入质量份

30份、浓度为5％的硫酸中进行搅拌，烘干得到粉体A；

[0064] a2、将粉体A与30质量份的高锰酸钾、10质量份的草酸铵溶液在90℃下进行加热反

应，300℃下进行烘干得到复合凹凸棒石材料；

[0065] 其中步骤b，吸附净化浆料的制备：将得到的复合凹凸棒石材料加入110份的去离

子水中，再加入1质量份的聚乙二醇、7质量份的纯苯乳胶进行搅拌得到浆料，其转速为800

转/分，搅拌时间为30min；

[0066] 其中步骤c，净化滤网的制备：将PET/HEPA基布浸泡于得到的浆料中，浸泡20min，

取出后在90℃下烘干即可得到具有吸附并催化甲醛的滤网。

[0067]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，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

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，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。凡根据本发明

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，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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